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7–2018 уч. г.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Чтение 

阅读 
40 минут 
20 баллов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1–20). 
    

以前中国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简单，可以说是“三点一

线”-----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从教室，图书馆到食堂，再从

食堂到宿舍。可是, 现在大学生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卡拉 OK
厅，舞厅，健身房，网吧都是他们常去的地方。他们不但很会

玩儿，而且学习也都非常努力。他们努力学习，是因为的是以

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他们“努力” 玩儿，是因为工作以后就没

时间玩儿了。 
 

1.以前中大学生很喜欢去卡拉 OK。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2.中国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他们想参观别的国家。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3. 他们“努力” 玩儿，是因为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玩儿了。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4.中国学生每天在食堂吃午饭。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5.舞厅是中国学生最喜欢的地方。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结婚以前我很少做饭，结婚以后天天下厨房，为丈夫和自

己准备一日三餐。早饭最简单烤几片面包，热两杯牛奶就可以

了。午饭丈夫不回家，我一个人要么在单位的食堂吃，要么回

家随便弄点儿吃的，煮包方便面啦，煮半袋速冻饺子啦，一个

人怎么都好说。晚饭可就要花大力气准备了，采购，洗，切，

做，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一般是三个菜，一荤两素。荤菜通



常是炖牛肉，炖排骨或者红烧鱼，清蒸鱼什么的，素菜是一个

清炒蔬菜加一个凉拌菜。主食是米饭，汤常常省去不做，因为

丈夫不爱喝汤。我做菜的手艺还可以，至少丈夫比较满意，不

过，也有做砸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他埋怨，我就说：“不满

意的话你做！“他马上就不出声了。 
 

6.“她“介乎没以前喜欢做饭。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7.“她“每天早上去食堂吃早干。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8.中午“她“的丈夫不回家。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9.“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做晚饭。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0.“她“很喜欢吃辣的。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在家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吃饺子。每次全家人在一起包饺

子的时候，我总是说：“饺子有什么好吃的？还这么麻烦。” 听
到我的话，妈妈总是说：“孩子，你不知道，以前饺子是咱们北

方人节日最好吃的东西啊！” 离开家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开始

一个人生活。自己做的饭虽然不是那么好吃，但我喜欢在家吃

饭。我爱吃米饭，所以常做米饭，做各种菜;还请朋友来我家吃

饭。朋友中很多人都不会做饭，他们有时候在饭馆吃，有时候

在办公室吃方便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晚上做饭前，我突然不想吃米

饭，想吃饺子了，我不会包饺子，怎么办呢？有主意了！我马

上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问清楚了包饺子的方法。家门口就有商

店，马上买回了肉，白菜和面粉，自己动手包饺子。一个小时

以后，我吃上了自己包的饺子。虽然没有家里的饺子好吃，但

是我学会了包饺子，我会越包越好的。 
现在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跟家人一起包饺子。一家人又

说又笑，很热闹，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气氛了。 
 

11.每年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全家包饺子。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2.“他“以前不喜欢包饺子。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3.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他“每天做米饭。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4.“他“朋友中很多人会包饺子。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5.妻子帮助“他“学包饺子。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6. 为叫包子“他“买了肉，白菜和面粉。  
a)对 b)不对 c)不知道 

17.“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气氛了。  
)对 b)不对 c)不知道 

18.“他“很喜欢请客。  
)对 b)不对 c)不知道 

19.以前饺子是北京人节日最高吃的东西。  
)对 b)不对 c)不知道 

20.家里的饺子没有他自己做的好吃。  
)对 b)不对 c)不知道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7–2018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5–6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15 минут 
15 баллов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21–27). 
 

21. 猫和狗很可爱的动物。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2.够喜欢自己睡觉。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3. 猫很安静独立。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4. 狗不喜欢跟人一起散步。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5. 猫喜欢吃鱼和肉。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6. 喜欢猫的人更外向。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7. 狗总是喜欢跟人一起玩儿。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28–35). 
 

28. 复印机怎么了？ 



a. 很慢 

b. 坏了 

c. 都很好 

29. 总务的人什么时候要来？ 

a. 马上 

b. 中午 

c. 下午 

30. 王总要复印什么？ 

a. 合同 

b. 文章 

c. 一本书 

31. 这个合同王总急着要么？？ 

a. 他很急着 

b. 他不急着 

c. 他可以等几分钟 

32. 顾客想点什么茶？ 

a. 冰的奶茶 

b. 冰的咖啡茶 

c. 热的奶茶 

33. 顾客喜欢喝什么茶？ 

a. 太甜的 

b. 没有甜的 

c. 少甜的 

34.一杯茶是多少钱? 

a. 十八块钱 

b. 八块钱 

c. 不知道 

35.顾客想喝茶在哪儿？ 



a. 在这儿 

b. 她想买茶给她的朋友 

c. 她想带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7–2018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5–6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30 минут 
20 баллов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36. A我们 B 去 C 电影院看电影 D，怎么样？(一起) 

37. A 我 B 想 C 在 D 买水果。(这儿) 

38. A晚上 B 十一点 C 

39. D 喝茶。(要) 

40. A请你 B 用英语 C 这个 D 问题。(回答) 

41. 我 A 是 B 想把 C 这件礼物送给 D 你。(只) 

42. A考试的时间 B 快到了，C 你能取得 D 好成绩。 (希望) 

43. 我已经 A 把那张 B 照片寄 C 妈妈了 D。 (给) 

44. 今天的 A 作业 B 我 C 没做 D 完呢。（还） 

45. 我 A 觉得 B 汉语 C 很难，但是 D 也很有意思。 (虽然)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46. 我们表__感谢 
a)是 b)示 
47. 她__ 一条丝绸围巾 

a. 戴 b)带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и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48. 今天是你请我吃川菜，__我请你吃川菜？ 
a) 还是 b)或者 
 
49. 你们今天吃___什么？ 
a)有点儿 b)一点儿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很多人都喜欢明信片，明信片都很可爱，都不_50_贵，寄给爸爸妈妈和朋友

们非常好。喜欢旅行的人_51_也喜欢买明信片。明信片上常常有很多风景，

那些 风景都很有名。我每次_52_，也都愿意买很多明信片，寄给那些 好久

不见的朋友们。这次我买_53_很多兵马俑 的明信片，也买了上海的风景明

信片。朋友们看了明信片上那些_54_的风景，都_55_高兴。 
 

a. 旅行 B)当然 c)非常 D) f) 太 g) 了 e)漂亮 f)过 
 
 

 


